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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寻寻战战友友的的见见报报后后都都有有了了消消息息
目前有两对见了面，一对有聚会计划，其他人主要通过电话和QQ联系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张
姗姗) 截至16日，本报寻亲版
已经刊出2个多月了，报道过的
5个寻找战友的事件，当事人都
很快就联系到了战友。但是由
于工作忙碌等原因，目前有两
对战友见了面，一对战友有聚
会计划。其他战友则主要通过
电话和QQ联系，暂时没有确定
何时相聚。

从7月15日至今，记者先后
报道了河北衡水退伍军人李云
飞寻找烟台战友杨东晓；滨州
退伍军人宋红东和江西九江退

伍军人严凯寻找原班长烟台人
于新强；河南周口退伍军人李
东岭寻找烟台战友林文明；安
徽芜湖退伍军人吴斌寻找牟平
战友李建成；以及泰安退伍军
人刘远凯寻找蓬莱战友任世
福、王庆敏，共5次寻找战友的
事件。除吴斌寻战友一事是在
见报3天后联系到战友外，其他
寻找战友的当事人均在见报当
天联系到了战友。

7月15日联系到战友杨东
晓后，19日，李云飞就从河北
衡水赶到烟台和战友相聚，

之后一有空两人就会打电话
聊天。8月1日，57岁的退伍老
兵张兴智在见报当天就和寻
找的战友汪光见了面，之后
两人经常电话聊家常。

此外，滨州退伍军人宋红
东告诉记者，原部队战友打算
1 0月1 2日至1 3日重回驻地相
聚。但有些战友可能比较忙，不
一定能参加聚会。

宋红东感叹道，人到中年，
压力很大。平时主要通过QQ和
于新强联系，但是于新强忙着
工作，不常在线。知道于新强爱

睡懒觉，宋红东还偶尔给他留
言，叫他起床跑步。

提到何时和战友相聚的
事，吴斌也有些无奈。“工作很
忙，走不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
和李建成见面。”吴斌说，李建
成假期也很少，不想让他因为
见面请假。“等他什么时候能放
个长假，我再去看他。”

记者了解到，由于退伍后
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和工作，平
时比较忙碌，其他寻找战友的
当事人都还没有和战友见面，
目前也没有确定相聚时间。

本报 9月 1 6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 “亲爱的朋友你在哪？”近日，
栖霞的潘光远拨打本报寻亲热线
说，1974年他在栖霞市杨础镇卫生
院培训学习时，结识了烟台的孙世
平，两人成了好朋友，后来因为各
种原因两人失去了联系，而找到孙
世平再续友情成了潘光远的一件
心事。

“1 9 7 4年，我们在卫生院培
训学习时认识。”潘光远告诉记者，
他 今 年 5 9 岁 ，是 栖 霞 杨 础 镇 人 。
1974年，烟台青年孙世平来到杨础
镇下乡锻炼。同年8月，杨础镇卫生
院进行培训学习，潘光远和孙世平
正好分在了一起。

潘光远说，当时和他们一起学
习的有6个人，由于年龄都差不多，
大家生活得特别愉快。潘光远说，
当时的培训比较简单，有很多闲暇
时间，他和孙世平就经常在一块
玩，久而久之就成了好朋友。但美
好的日子都特别短暂，潘光远在卫
生院学习了两个多月，就到当时的
交通局上班了，而孙世平留在卫生
院学习了一段时间，两人就此失去
了联系。

随后潘光远又去当兵，离开了
栖霞。复员回家后，潘光远转业到
栖霞当地的物资局工作。每当想起
当年青春时代的美好，潘光远就想
找到孙世平共叙友情，这些年一直
在打听孙世平的消息，但是一直没
有找到。

“之前听说他在烟台的一个工
厂工作，后来就不知道去哪了。”潘
光远告诉记者，他多方打听孙世平
的下落，但也没有联系上，找到孙
世平是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事。现
在年纪大了，平常也没什么事，就
想找当年的老朋友好好聊聊天，唠
唠家常，让自己的晚年生活也可以
过得快乐些。

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您认识
孙世平，可以联系本报寻亲热线：
6610123，帮潘光远早日找到朋友。

59岁的潘光远

寻好友孙世平

先到先得，留学申请有招

烟烟台台第第九九届届国国际际教教育育展展将将于于本本周周六六盛盛大大开开幕幕

2014年海外春季留学
黄金申请期悄然来临。面
对日益激增的申请大军，
如何突破重围收获胜利的
果实？面对全球数百名校，
你又将如何挑选出最适合
自己的高校？9月21日 (本
周六)上午9：00—12：00，烟
台第九届国际教育展将把
国内数家知名留学机构齐
聚中银大厦，让专家和你
一起备战留学！

展会现场报名或者签
约，可享独家优惠！有意向
的学生和家长们务必提前
了解详情并预约。

展会地点：烟台市芝
罘区解放路中银大厦3楼

咨 询 电 话 ：
15506483377

专业：最新资讯不容错过

2 1日，烟台第九届教育
展是国内数十家知名留学机
构的留学专家全面集结，为
学生和家长详解2014年热门
留学国家最新政策、传授语
言考试高分秘诀、为学生一
对 一 量 身 定 制 最 佳 留 学 方
案，专家更带来雅思、托福

2 0 1 4年最新考试资讯。劲爆
信息，不容错过！

专家在现场将进行留学
评估，为不同背景不同层次
的 学 生 打 造 个 性 化 升 学 方
案。准备读硕士的学生，可以
在展会上向专家了解各国留
学政策、申请技巧；而申请本

科的学生则可以更多了解就
业形势，从而规划好自己的
学习和留学打算；专家们将
为年龄更小的中学生及其家
长们进行精辟剖析，帮助学
生顺利入读海外精英中学，
提早适应海外课程和生活，
并顺利升入世界一流名校。

服务：一站式解决留学大事

2013年出国留学热度不
减，2014年春季留学申请已火
爆登场，如何从众多国家和院
校中筛选出适合自己的，并成
功申请到名校是众多学生和
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本届教
育展上，家长和学子将与专家
一起探讨中西教育的比较和

差异，解读世界各国留学环
境，揭秘各国名校申请标准，
让学生和家长有目的的准备，
在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有人说，出国后要在一个
陌生、语言习俗不同的国家生
活学习，光是想想就好难啊；
也有人说，就是出国前的这系

列事就头大了……专家指点，
将给予专业引导；专业服务，
一站式解决出国大事；从名校
招生到招生解析，从知名专家
到海外服务，从游学计划到语
言培训，本届教育展将为准留
学生家庭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和帮助。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王
永军) 7月31日本报以《57岁退
伍老兵苦寻34年前战友》为题，
报道了退伍老兵张兴智寻找战
友汪光一事。见报当天下午，看
到本报报道的汪光联系上了张
兴智。8月1日建军节当天，两位
老战友见了面。如今这老哥俩
电话交流不断，给各自生活带
来了不少乐趣。

9月16日，记者再次联系到
退伍老兵张兴智。“建军节那天
的见面太好了。”张兴智告诉记
者，一个多月前，建军节第一次
见到失散多年的老战友，他兴
奋地一晚上没睡好觉，见面后
两人聊了一天。

“自从那次见面后，隔几天
就唠唠嗑，都成了一种习惯。”
张兴智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
发觉得战友情的珍贵。他们9月

2日又见了一次面，汪光带着他
见到了另外一名老战友刘启
进，也是当年中缅边境的战友。
说起当年的青春时光，3人又着
实感叹了一番。“还是战友情最
亲。”张兴智说，建军节见面当
天，他和汪光就做了一个约定，
每年建军节都要见面。现在条
件好了，和老战友一起聚会、聊
天，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两家
的孩子也可以交个朋友，经常
走动下。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汪光。
说起见面后的变化，汪光说，联
系上张兴智后感觉生活更充实
了，和老战友有很多共同话题。
没事通过电话闲聊几句，感觉
心情也畅快了不少。等退休后，
就践行和张兴智的约定，一起
去中缅边境旅游，重温挥洒过
青春和热情的地方。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张
姗姗) 7月15日，本报C10版以

《战友啊兄弟，你在哪里？》为
题，报道了河北衡水退伍军人
李云飞寻找分别6年的烟台籍
战友杨东晓一事。见报当天，李
云飞就联系到了杨东晓，并于7

月19日赶到烟台与战友相聚。9

月16日，记者与李云飞聊天时
获知，“十一”期间杨东晓准备
到河北看望他。

2005年，李云飞和杨东晓
同时在北京参军，2007年退伍，
两人在部队时亲如兄弟，退伍
后两人都回了老家。起初他们
经常通电话联系，但2008年7

月，李云飞不慎将手机丢失，与
杨东晓失去了联系。李云飞每
年都回部队询问杨东晓的下
落，并联系其他战友帮忙寻找，
还在网上发了帖子。

7月15日，本报刊发了李云
飞寻找战友的报道后，当天下
午，杨东晓看到报道就给李云
飞打了电话。

“前几天和杨东晓聊天时，
他说‘十一’期间会来我这儿
玩。”16日中午，李云飞和记者聊
天时说，因为8月底家里刚添了
小孩，他没时间来烟台，希望杨
东晓有时间去他家看看宝宝。

7月15日联系到杨东晓后，
19日李云飞就带着怀孕的妻子
赶到烟台和战友相聚。“那次在
烟台待了3天，跟着杨东晓到处
逛。”李云飞说，烟台给他的印
象很好，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感觉杨东晓就是瘦了点，
其他没什么变化。”李云飞笑着
说，他和杨东晓经常打电话，两
人聊起来还是当年在部队的感
觉，仿佛从没有分开过。

见见面面后后，，电电话话唠唠嗑嗑成成常常事事 已已见见面面，，““十十一一””准准备备再再聚聚

申请：

先到先得，适合自己

例如，由于美国大学录取名额都
是先到先得、额满为止，因此，申请材
料递交一定要提早。最好提早准备完
材料，9月一开放名额就递交申请。这
样，即便错过11月美国名校的“提前
录取”，还有时间参加12月开始的“常
规录取”院校申请。

对于留学美国，抢占先机方能抢
夺优势。据留学专家介绍，美国名校
在录取考察申请人综合素质时，不仅
仅是看在校成绩和托福、SAT成绩。
因此，在申请美国留学前，一定要对
自己的条件有清晰的认识。

学生在申请留学时应选择适合
自己的大学，而不是盲目追求名校。
对于学生来说，选择学校一定要量体
裁衣。

《57岁退伍老兵苦寻34年前战友》追踪报道 《战友啊兄弟，你在哪里？》追踪报道

久别重逢，张兴智(右)和汪光老哥俩相互拥抱握手。 图中标注处左为杨东晓，右为李云飞。 李云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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